
专业 学历 学位 其他条件

22107201 专业教师岗 6
工商管理（会计学、财务管理）、 应用经济

学（金融学） 、资产评估、审计
研究生 博士

22107202 专业教师岗 6

应用经济学、理论经济学、公共管理、政治
学、法学、管理科学与工程、农林经济管理
、马克思主义理论、社会学等上述一级学科
中研究方向与财政、税收、行政管理和社会

保障有关的相关专业

研究生 博士

1.教授年龄45周岁（含）以下，且需主持完
成国家级（含教育部）课题，近五年第一作
者发表高水平代表性学术论文4篇。
2.副教授年龄40周岁（含）以下，且有主持
国家级课题经历，近五年第一作者发表高水
平代表性学术论文3篇。
3.其他人员年龄35周岁（含）以下。

22107203 专业教师岗 5
理论经济学、应用经济学、管理科学与工程

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
研究生 博士

22107204
国际经济
贸易系

专业教师岗 3
世界经济、国际贸易学、数量经济学、应用

数学、企业管理、国际法学
研究生 博士

企业管理专业要求国际企业管理方向；国际
法学要求国际经济法或国际商法方向。

22107205 经济学系 专业教师岗 2
经济学、管理学（农业经济管理、技术经济
与管理、社会保障）、数量经济学、应用数

学
研究生 博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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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107206 专业教师岗 4
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、思想政治教育、中
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、党的建设、中共

党史及相关专业
研究生 博士

1.年龄在35周岁（含）以下；
2.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（与导师合作）发表
过至少1篇以上高水平代表性论文。

22107207 专业教师岗 2
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、党的建设、中

共党史及相关专业
研究生 博士

1.具有教授或副教授职称；
2.主持或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项目或两项以上
省部级科研项目；
3.近五年高水平标志性成果（含高水平代表
性期刊论文、学术专著、“三报一刊”理论
文章、高水平咨政成果、主持省部级以上科
研或教研立项、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或教学
成果奖励等）至少8项以上。

22107208
商务英语

系
专业教师岗 1

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、英语语言文学、
教育学

研究生 博士
1.语种：英语；
2.教育学仅招语言教育相关专业/方向。

22107209 英语系 专业教师岗 1
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、英语语言文学、

教育学
研究生 博士

1.语种：英语；
2.教育学仅招语言教育相关专业/方向。

22107210
大学外语
教学部

专业教师岗 1
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、英语语言文学、

教育学
研究生 博士

1.语种：英语；
2.教育学仅招语言教育相关专业/方向。

22107211
新闻与文
化传播系

专业教师岗 1 新闻学、传播学、广播电视艺术学 研究生 博士

人文学院

马克思主义学院



22107212
企业管理

系
专业教师岗 2

工商管理（企业管理、公司治理、技术经济
及管理）、管理科学与工程、统计学、计算

机应用技术等相关专业
研究生 博士

22107213
人力资源
管理系

专业教师岗 3

工商管理（企业管理、人力资源管理、技术
经济及管理）、心理学（基础心理学、应用
心理学）、应用经济学（劳动经济学）等相

关专业

研究生 博士

22107214
市场营销

系
专业教师岗 2

工商管理、管理科学与工程、心理学、新闻
传播学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

研究生 博士

22107215
物流与供
应链管理

系
专业教师岗 2

工商管理（物流与供应链管理）、管理科学
与工程（物流与供应链管理）及相关专业

研究生 博士

22107216 旅游系 专业教师岗 1
旅游管理、工商管理、人文地理学等相关专

业
研究生 博士

22107217 专业教师岗 4

法学理论（含法律社会学、法律经济学等）
、法律史（含法律文化、比较法学等）、宪
法学与行政法学、刑法学、民商法学（含：
劳动法学、社会保障法学等）、诉讼法学
（含民事诉讼法学、刑事诉讼法学、证据法
学、行政诉讼法学等）、经济法学（含财税
法学等）、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、国际法学
（含：国际公法、国际私法、国际经济法、
国际商事仲裁、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等）及相

关专业

研究生 博士

商学院

法学院



22107218
科研兼职教

学岗
1

法学理论、宪法学与行政法学、诉讼法学、
产业经济学、数量经济学

研究生 博士

22107219 管信系 专业教师岗 5
管理科学与工程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软件
工程、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、统计学（大数

据方向）等相关专业。

研究生 博士

22107220 管科系 专业教师岗 2
管理科学与工程、土木工程、水利工程、系

统科学及相关专业
研究生 博士

22107221
金融数学

系
专业教师岗 2

应用经济学、管理科学与工程、工商管理、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数学、统计学、数量经
济学、系统科学、控制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

业

研究生 博士

22107222 信科系 专业教师岗 2
计算机系统结构、计算机软件与理论、网络
空间安全、计算数学、通信与信息系统、信
号与信息处理、电路与系统等相关专业

研究生 博士
本科具有相关专业学历，年龄35周岁（含）
以下；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者，年龄40周
岁（含）以下。

22107223 数学系 专业教师岗 2 数学专业 研究生 博士
本科具有相关专业学历，年龄35周岁（含）
以下；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者，年龄40周
岁（含）以下。

近五年“本人第一作者”或“导师第一作者
、本人第二作者”发表高水平论文1篇及以
上。

管理科学
与工程学

院

理工学院

立法与司法协同研究
中心



22107224
经济统计

系
专业教师岗 2

统计学；应用经济学（限：数量经济学、国
民经济学、区域经济学、产业经济学、劳动
经济学、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）；社
会学（限：社会学、人口学专业）；数学
（限：概率论与数理统计、应用数学、计算
数学、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）；计算机科学
与技术（限：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）；管

理科学与工程、农林经济管理专业

研究生 博士

22107225
应用统计

系
专业教师岗 2

统计学；应用经济学（限：数量经济学、国
民经济学、区域经济学、产业经济学、劳动
经济学、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）；社
会学（限：社会学、人口学专业）；数学
（限：概率论与数理统计、应用数学、计算
数学、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）；计算机科学
与技术（限：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）；管

理科学与工程、农林经济管理专业

研究生 博士

22107226
数据工程

系
专业教师岗 3

统计学；应用经济学；社会学（限：社会学
、人口学专业）；数学（限：概率论与数理
统计、应用数学、计算数学、运筹学与控制
论专业）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（限：计算机
软件与理论、计算机系统结构、计算机应用

技术专业）；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

研究生 博士

统计学院


